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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一年
福山七支球队去参赛

身穿护具，脚踩冰刀，记者昨天在
华星冰上运动中心看到孩子们快乐地
飞驰在冰上。“经过一年多的训练，孩子
们已经完全具备打比赛的能力。这次
校际联赛就是对这一年训练的最好检
验。”烟台市冰上运动协会秘书长、华星
冰上运动中心总经理栾筠杰介绍，福山
区第二实验小学、西关小学、河滨路小
学、东华小学、福海路小学、福惠-兜余
小学联队以及中瑞水手队，一共7支球
队将参加这次大赛。

据介绍，这次活动得到了政府的重
视和各单位的大力支持。比赛由福山
区政府主办，福山区体育运动服务中
心、烟台市冰上运动协会承办，烟台景
晖置业有限公司赞助。同时，比赛也获
得了福山区教育和体育局、烟台日报传
媒集团和烟台华得星意体育场馆管理
有限公司的支持。

两年来，位于福山区夹河河畔的华

星冰上运动中心一直是热爱冰上运动的
孩子们的乐园，先后有6000余名小学生
到此进行冰上运动体验，费用全部由政
府买单。根据统一安排，在烟台首批冰
雪特色学校带领下，福山区所有中小学
周一至周五陆续进入场馆体验冰上运
动，同时，各小学率先组建冰球及短道校
队。如此持续的推广，让许多孩子对这
项“冷门运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大赛不断
我市弥补冰上运动短板

为实现“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
战略目标，推动烟台冰上运动的发展，
2018年，我市启动烟台冰上运动综合体
项目建设，旨在弥补烟台市冰上竞技项
目短板，实现以赛事经济为基础、全面
激活体育产业经济链的良性循环。

据烟台市冰上运动协会秘书长、华
星冰上运动中心总经理栾筠杰介绍，除
了本次比赛以外，今年5月，我市还将举
办第二届烟台市国际青少年冰球邀请

赛；7月，烟台将首次率队赴武汉参加全
国青少年U10系列冰球锦标赛，此次锦
标赛是全国级别最高的青少年U10比
赛；10月，还将举办中国青少年冰球超
级联赛（烟台赛区选拔赛）。

据悉，福山冰上运动中心训练馆建
成后，多支队伍比赛在此训练，成绩得
以迅速提高：在2019年山东省短道速
滑冠军赛上，烟台选手获得1000米冠
军；同样是在2019年，烟台大学冰球队
获得首届全国大学生冰球锦标赛的第
四名；2020年，全市15所学校入选全国
青少年校园冰雪运动特色学校以及北
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奥林匹克
教育示范学校，福山区斗余小学、东华
小学、福海路小学入选全国冰雪运动特
色学校，数量占全市五分之一。截至
2020年，福山区共有7所中小学通过教
育部审核，被评为国家级冰雪运动特色
校及示范校。这些成绩，为烟台冰上运
动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以
福山“冰雪进校园”的优异成绩为样板，
烟台市体育局将在全市范围内进行推

广，让全市的中小学生都参与到“冰雪
运动进校园”的热潮中。

政府买单
推动冰雪运动进校园

不俗成绩的背后，是福山区持续不
断的发力。目前，冰雪内容已经被列入
福山区小学体育课的必修内容。福山
区体育运动服务中心主任宋嘉林告诉
记者，福山区政府通过购买服务的方
式，每年拿出专项资金50万元，在全区
中小学开展“冰上运动进校园”活动。
学生到冰场滑冰由政府买单，有效提升
了福山区中小学生的体育视野，推动了
冰上运动项目在福山区乃至烟台市的
普及发展。

下一步，福山区政府将充分利用好
冰上运动场馆设施，在满足群众休闲活
动、冰上运动进校园、冰上体验等功能
要求的同时，抓住2022年北京冬奥会
举办这一机遇，积极调动青少年参与热
情，进而推动福山、烟台乃至我国冰球、

速滑、冰壶等冰上运动项目的发展；同
时，通过承办运动赛事实现以赛事经济
为基础、全面激活体育产业经济链条的
良性循环,进一步带动旅游、住宿、餐饮
等服务业快速发展，促进产业结构转型
升级，打造福山区乃至烟台市冰雪运动
城市新名片。

新闻链接——
2015年1月1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国际奥协主席、亚奥
理事会主席时强调“为推动奥林匹克运
动和冬季项目在中国发展，北京市和张
家口市申办2022年第二十四届冬奥会，
中国政府对此高度重视。北京举办冬
奥会将带动中国 3 亿多人参与冰雪运
动，这将是对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
最大贡献。”

2019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以2022年北京冬奥
会为契机大力发展冰雪运动的意见》，要
求“到2022年，我国冰雪运动总体发展更
加均衡，普及程度明显提升，参与人数大
幅增加，冰雪运动影响力更加广泛”。

“想象中国”儿童绘画比赛
进行线上颁奖

新华社瓦莱塔3月16日电 以
“壮美中国”为主题的第12届“想
象中国”马耳他儿童绘画比赛线上
颁奖活动16日举行。

本届比赛于 2020 年年初启
动，共收到来自马耳他18所学校
的150多幅参赛作品。参赛选手
分两个年龄段，六幅融合长城、熊
猫、巨龙、灯笼、招财猫、京剧人物
等诸多中国元素的作品分获一、
二、三等奖。

马耳他教育部长贾斯蒂娜·卡

鲁阿纳在颁奖活动上表示，本届比
赛以“壮美中国”为主题，吸引了许
多马耳他学生参加，必将促进马中
两国文化交流。她期待与马耳他
中国文化中心在教育与文化领域
开展进一步合作。

“想象中国”马耳他儿童绘画
比赛由马耳他教育部、马耳他中国
文化中心联合主办。第12届比赛
的参赛作品展于今年1月22日开
始在马耳他中国文化中心网站和
社交平台上举办，将于4月底结束。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9000吨/年PDMS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等相关文件的要
求，对《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9000
吨/年PDMS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进行
征求意见稿公示，使项目建设可能影响区
域内的公众对项目建设情况有所了解，并
调查社会公众对项目建设的态度和建议，
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

一、建设项目名称及概要
项目名称：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9000吨/年PDMS项目
项目选址：山东省烟台经济技术开发

区烟台化工产业园
项目概况：本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

PDMS生产车间、PDMS仓库及配套辅助
设施等，本项目部分储运、公用工程、环保

工程及辅助生产设施依托万华烟台工业
园区内现有工程。

二、公众咨询途径
建设单位名称：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通讯地址：山东省烟台经济技术开发

区重庆大街59号
联系人：许工
联系电话：0535-3387629
电子邮箱：272754602@qq.com
评价机构：山东海岳环境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通讯地址：山东省烟台经济技术开发

区金沙江路29号宏源商务大厦7楼
联系人：刘工
联系电话：0535-6395538

电子邮箱：haiyuehuanjing@163.
com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网
络连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链接：
http://2007175034.pool401-bestsite.
yun300.cn/cmscontent/706.html

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查阅期限为环境信息公开后5个工

作日。公众可以在公告发布后以电话或
者信件的方式向建设单位索取。

四、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本次公告主要征求万华烟台工业园

周边公众对本项目环境影响、污染防治措
施等环境保护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望广大
居民向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提出宝贵意

见和建议。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网络链接（http://

2007175034.pool401—bestsite.
yun300.cn/cmscontent/706.html）下载
公众参与意见表，并通过信函、传真、电子
邮件等方式向建设单位提交公众意见表，
向建设单位提出与本项目相关环境影响
以及环保方面的意见。

六、公众提出意见表的起止时间
自公告发布起5个工作日内，您可以

将意见反馈给我们，请您提供联系电话和联
系地址，以便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反馈意见
以及环保部门核查。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3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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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摇、双摇、长绳……在江
苏省睢宁县骑路小学，孩子们
从“花样跳绳”中找到了属于他
们的成长乐趣。

骑路小学是一所村级小
学，仅有学生210人，其中留守
儿童130人。从2010年起，学
校利用大课间、阳光体育课，发
展花样跳绳运动。一根细细的
跳绳，在孩子们的手中就像被
施了魔法，跳出了变幻莫测的
花样：有单人跳、双摇、集体跳
等基本跳法，还有车轮跳、交互
跳、敬礼跳、胯下跳、环形交叉
跳等花样跳法。

学校成立了十二个与跳绳
相关的社团，适合不同年龄和
水平的学生参加。早操、课间
或是放学后，孩子们就聚集在
操场，练习、编排、比拼新动
作。目前，他们已经编创了
300多种跳绳花样，其中很多
花样跳法以学生的名字命名。

“我们是农村小学，教职工
人数有限，办学经费紧张，体育器材相对
缺乏。孩子们学跳绳 ，不仅成本低，还能
让全身动起来”，骑路小学花样跳绳教练
员刘彦说，“通过跳绳，孩子们不仅锻炼了
身体，也增强了自信心和团队精神。”

新华社

福山区推动“冰雪进校园”推出大雪球

烟台中小学冰球校际联赛开赛啦

三名俄罗斯球员兴奋剂违例
被国际足联调查

新华社莫斯科 3月 17 日电
据此间媒体报道，俄罗斯足协日前
透露，国际足联已针对三名俄罗斯
球员涉嫌在2013年违反反兴奋剂
条例事件展开调查。

俄罗斯足协并未透露具体人
员姓名，但表示这三名球员是两男
一女。

“俄罗斯足协已收到国际足联

关于针对有两男一女在2013年涉
嫌违反反兴奋剂条例事件展开调查
的通知。上述球员目前已经不在国
家队。”俄罗斯足协在声明中称。

“所有必要信息已经与当事人
沟通，俄罗斯足协将为其提供所有
必要的法律援助。”

俄罗斯足协同时表示，会就此
事与国际足联保持沟通。

YMG全媒体记者 郑昕
通讯员 于克武 摄影报道

这一周，烟台市冰上运动协
会的工作人员一直在紧张地忙碌
着：3月20日，2021首届烟台市
中小学冰球校际联赛将拉开战
幕。这场比赛不但是一次冰球少
年之间的对抗，更是烟台历史上
首次由本土青少年组队参加比
赛。这场比赛是对过去一年福山
区大力推动冰上运动工作成果的
检验。

“为了让孩子们更好地体验
冰球，拿出最好的状态，全身心投
入比赛中，华星冰上运动中心的
工作人员一直在忙着进行赛事准
备，一点都不敢马虎。”福山区体
育运动服务中心主任宋嘉林告诉
记者。

3月16日，在美国举行的2021年国际雪联自由式滑雪世锦赛女子大
跳台决赛中，中国选手谷爱凌以161.50分的成绩获得铜牌。新华社


